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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艺术家1020
谢霆锋简直太帅了！由正派的一腔

热血、无奈、失望、绝望，到反派的疯狂、
心狠手辣、满腹仇恨，每一个心态都刻
画得形象又深刻。结局跟帮主对望，笑
着流出眼泪的时候，能看到他对帮主的
那些复杂情绪。整部电影节奏明朗，打
戏精彩，拳拳到肉，真实得谁挨打我都
觉得我被打了……希望锋哥能远离厨
房和滑雪，接着演戏！

@rhea140
看完后久久不能平静，想写1000字

观后感……哎算了吧，还是一句话总结
一下：谢霆锋真的好帅！

@你是我的honey
强烈安利《怒火·重案》！谢霆锋帅

出天际了！剧情紧凑刺激，最关键是好
久好久没看过打斗场面这么好看的电
影了！台词还是有粤语片的那种冷幽
默，反正整个电影院的人都笑了。里面
好多配角都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演员，
觉得他们都没变过，身材状态什么的保
持得太好了。

@小雷同学呀
好看，警匪片还是香港这些老演员香。

@复联4里的索尔
挺好的，场面挺好看，反派塑造得

也很立体，不是单纯的坏而已。值得看。

@娱乐大怪嘴
谢霆锋，建议你提前想好影帝获奖

感言！

@娱乐涂鸦
冲着甄子丹去的，却被谢霆锋帅到了。
17岁因“陈浩南”获金像奖最佳新

演员奖、18岁获金马影帝提名，到现在
41岁，中间隔了23年。还当了那么多年

“影帝”级水平？
动作戏与甄子丹不遑多让（甄子丹

毕竟有些老了，看他跳楼摔车盖都有些
心疼），文戏也过硬……性格极端、天生
暴戾都演出来了……还有些悲壮感。

黑吃黑杀卢惠光、进警局提供线索
的武戏，逼供审庭的文戏都是高光。

疯魔、阴邪、癫狂、爆裂……谢霆锋
的“硬汉片”天生具备一种妖性，让人全程
肾上腺素狂飙，非吴京甚至甄子丹可比。

当年，谢霆锋因为陈木胜的《特警新
人类》火遍大江南北，这次陈木胜的《怒
火·重案》是否会帮谢霆锋再摘影帝？

@娱圈十三妹
想去把谢霆锋的厨房炸了，想让小

谢这张帅脸经常出现在大屏幕上。
“反派”阿敖yyds！从回忆里的开朗

阳光，到法庭上到委屈、疑惑，再到率领
悍匪与警方较量时的冷血、狠毒，一系
列表演真的太惊艳了。审讯室对峙的戏
更是充满了狂傲不羁的“示威挑衅”。谢
霆锋把邱刚敖这个疯魔的“反派”演得
太有感染力和爆炸力了。和甄子丹对峙
的时候暗流涌动，发飙的时候更是张力
十足！

厨房是没有前途的，收手吧阿敖，
外面全是粉丝！

@果仁儿科技
没啥剧情，也没有乱入的情感戏，

全程哒哒哒战斗，中规中矩的港式警匪
片，以及谢霆锋真帅。

@远见电影院的远叔叔
动作、飙车、枪战、爆破全线高分，

谢霆锋表演完美，甄子丹正常发挥。四
个字总结——文武兼备！

1
遥控板一按过来，就看到刘

涛饰演的女一号萧嫣和一群大
学女同学聚会。刘涛照例是烈焰
红唇，化着精致的妆，身着职场
精英范儿的西服，总之不像是来
和同学聚会，倒像是不巧刚谈完
事，就和高层客户们的家眷们碰
了个正着，不得不来应酬一番，
自然也没有太多热情。而其他同
学呢，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于
是联合起来，对萧嫣展开冷嘲热
讽。“在你眼里，是不是我们这些
已婚已育的女人都不配跟你说
话呀？”（萧嫣是坚定的丁克族，
未婚未育）萧嫣也不是软柿子，
马上反唇相讥。我……

妈呀，这到底是同学聚会
还是宫斗？假得也太过分了吧？
同学之间再不对付也不至于这
样吧，编剧是从没上过学还是
从没走出过校园？而且，这都什
么年代了，一群大学毕业生，谁
会因为人家生不生孩子而大动
干戈呀？

2
另一个情节是女二陈娇蕊

刚生了孩子正在坐月子。作为一
个已婚已育的女人，我对剧里这
时候的鸡飞狗跳再熟悉不过了，
也对陈娇蕊此时的心情再理解
不过了。对，在那一个月里，很多
女人都不是个“人”，而是一台产
奶机器，无论是自己的亲妈还是
婆婆，她们进进出出只会问一句
话：“今天有奶了没得？”或者“今
天的奶够吃了不？”就算吃个东
西，也是：“你把这个喝了，喝了
这个就有奶了。”总之在那一个
月里，你就只是一头奶牛，吃什
么吃多少，都只有一个目的——
产奶！

所以，陈娇蕊的种种崩溃和
愤怒我都能理解，但是！这所有
的理解和愤怒在我看到她精致
的妆，纹丝不乱的发时（见上
图），全都瓦解了！

这真是个“死要面子”的剧
呀，台词刀刀见血，妆容却纹丝
不乱，你让观众怎么共情？

3
终于，陈娇蕊坐完月子回归

职场了。
哪知回归职场的陈娇蕊，能

力连以前的三分之一都不及。要
知道，陈娇蕊以前也是职场精英
哦，但现在，一份策划案写得不
明所以，看不出重点；上班，动不
动就请假，以至于开个会，萧嫣
都让下属全程给她录音，以便她
有空时补听。而且动不动胸前就
湿了一大片，在厕所挤个奶也被
同事嫌弃，说她久占卫生间让她
们没法进去，……

这也太夸张了吧。就算要表
现生育给女性职场生活带来的
困境，也请尊重点事实好不好！
作为一个同样生了娃又回职场
的人，我表示我真的没见到谁生
了娃之后智商和能力下降这么
多的女人，相反，我倒是见了太
多生了娃以后更能干、更有作为
的女人。生孩子这件事就像一把
钥匙，一下子打开了她们的潜能
和冲劲，变得更坚韧，更有担当，
而且看问题的角度也更多元。

所以，不要想当然地以为
把女性写得很惨就是为女性说
话，相反，它只会让社会对女性
有更多顾忌。尊重事实吧。莫斯
科不相信眼泪，女人自己也越
来越不相信眼泪，她们赢得尊
重的武器，从来都是勇往直前
的隐忍和坚持。 （夏周）

陈木胜是作为杜琪峰的助
理进入影坛的。

1990年，他执导了首部影片《天
若有情》，崭露头角。1996年，执导了
动作电影《冲锋队之怒火街头》，开
启了他的时装动作片时代。

顾名思义，时装动作片就是“时
装”+“动作”的电影。“时装”，即当代
背景，人物穿着贴近当代观众；“动
作”，即电影里充斥着大量直接、粗
暴、凶狠的肉搏与缠斗，除了拳脚功
夫，亦会借助现代化武器。

在此之后，陈木胜执导了10多
部 时 装 动 作 片 ，《新 警 察 故 事》
（2004）、《三岔口》（2005）、《宝贝计
划》（2006）、《男儿本色》（2007）、《扫
毒》（2013）等，都获得了不错的评
价。《怒火·重案》可谓拉开了陈木胜
第二个创作高峰的序幕，遗憾的是，

《怒火·重案》也成了陈木胜的遗作。
2020 年 8 月 23 日，陈木胜因鼻咽癌
去世，终年58岁。

观众已经太久没有在大银
幕上看到如此真实、劲爆的动
作戏了。

两个小时的电影，动作戏的篇
幅高达一半，几乎从头打到尾。其中
重磅的动作戏有五场：废弃商场黑
吃黑、茶果岭匪窝巷战、尖沙咀警匪
枪战、摩托飙车追逐、大教堂终极对
决。动作戏普遍采用实景拍摄，尖沙
咀、旺角、废弃商场、茶果岭贫民窟
等，一一出镜；追车、爆破、肉搏、械
斗，无所不包。

陈木胜的动作戏，带有硬、
燃、炸的特点，不掺水分、不玩
虚假。

譬如闹市中的摩托飙车追逐，

摩托车与汽车保持高速运行，激烈
地摩擦碰撞，两个主角同时展开危
险性与难度性都极高的拳脚搏斗。
速度感、厮杀感与酷炫感相互结合，
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教堂那一
场终极对决，既有拳拳到肉、一招一
式的贴身肉搏，又有警棍、蝴蝶刀、
榔头、铁棍、铁锤等冷兵器轮番上
阵，凌厉毒辣、招招致命，将不同器
械的动作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堪
称动作电影的巅峰呈现，让观众重
新领略到了香港动作片黄金时代的
余韵。这样的动作电影，当真是“看
一部少一部”。

文戏一向是陈木胜时装动作片
的一大短板，他的电影只要文戏质
量上去了，整部电影的口碑也就上
去了。

就《怒火·重案》而言，文戏
终于没有拖动作戏的后腿了。

电影围绕“怒火”做文章，警匪
斗争的缘起也正是反派的愤怒。

谢霆锋饰演的邱刚敖，是一个
无惧无畏也基本没啥人性的匪徒，
阴鸷、狠毒、癫狂。但几年前，邱刚敖
是警队里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他
乐观外向，嫉恶如仇，对工作充满热
忱。而邱刚敖的“堕落”，正是缘于警
察体系某些高层的背叛。

在一起富商绑架案中，因富商
与警局高层交好，警局高层要求以
邱刚敖为首的五人小组，无论用什
么手段，都要让嫌疑人说出富商的
下落，出了事他会担着。结果五人组
失手打死了嫌疑人，可富商和警局
高层均出于自己的利益，把所有责
任甩锅给了五人组。五人组因过失
杀人坐牢，大好前程彻底被毁，还有
一人因此跳楼自杀。活下来的四个
人，出狱后开始疯狂报复。

如果将《怒火·重案》的主
题理解为“报私仇”，那也是将
电影看浅了。

与不久前邱礼涛的《拆弹专家
2》一样，《怒火·重案》以个人的极端
愤怒，指向体系的弊病。体系性的问
题，已经从甄子丹饰演的张崇邦参
加的一场饭局，以管窥豹地体现了
出来。资本大亨之子打伤了警员，警
方高层组局，大亨、大亨之子、被打
伤的警员都来了，当事人希望和解，
让张崇邦不要将此事继续上报。张
崇邦留下200元茶钱，不给任何人面
子，拒绝同流合污。很快，张崇邦在
工作上遭到杯葛。从某种意义上说，
张崇邦就是曾经意气风发的邱刚敖
人到中年的样子，只是邱刚敖的命
运发生了突转。

所以邱刚敖最后问张崇邦：如
果当年是你去执行任务，我们的命
运会不会不一样？事实上，如果当年
张崇邦与邱刚敖位置互换，张崇邦
也不会走向歧途，因为他一直是有
原则、有底线、被打趴后也会重新站
起来的人。电影里，张崇邦近似一个
完人。可这世上哪有什么完人，再硬
核的人都是有弱点、有软肋、也会愤
怒的普通人。不去纾解“怒火”的源
头，很难说“重案”从此不会再发生。
这，才是《怒火·重案》抛出的尖锐而
大胆的命题。

无论是动作戏还是主题表
达，《怒火·重案》让人重新感受
到了黄金时代港片那种“尽皆
过火、尽是癫狂”的洒脱恣意和
快意恩仇。

但愿《怒火·重案》是对港片黄
金时代的一次回望，而不是告别。

（红星新闻特约文化评论员 曾
于里）

剧剧//吾吾//聊聊

就算表现生育困境
也请尊重点事实
最近，在看奥运的时候见缝

插针看了会儿电视剧《我是真的
爱你》，本意是想在紧张的赛事
中来点肥皂剧，冲淡一下自己心
脏冲到脑门的心情，结果不仅没
冲淡，反而更气血攻心了——真
的，这什么无脑烂剧呀！

因为是断断续续看的，所以
没有完整的故事，只说几个我严
重年看不惯的情节。

网网//言言//网网//语语

谢霆锋，
请远离厨房，
接着演戏！

这些年来，唱衰港片的声音不曾停歇。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片的黄金时代相比，如今港片无论是产量还是
整体质量都有所下滑，辐射面与影响力不断削弱，有限的电影市场亦局限了电影的制作规模与产量。与此同时，随
着合拍片时代到来，香港大量优质电影人“北上”，原汁原味的港片生产进一步放缓。

这样的背景下，《怒火·重案》的出现显得尤为稀缺。虽然是一部合拍片，但它却完整保留了陈木胜拿手的
时装动作片的特色。

让人重回港片黄金时代：
尽皆过火，尽是癫狂

《怒火·重案》

陈木胜片场照

《怒火·重案》剧照


